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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岁暮，海岛上某一个午后安
静的一刻，我才注意到向南的窗户与
阳光有一个斜角，这个斜角很窄，所以
就只有一小片锋利的光射进来，正因
为这样，这片光显得比外面的阳光还
有耀目，极像是某一种人生景象，大处
无形，小处绚烂。这个阳光斜角的形
成到底开始于何时，当然取决于太阳
的角度，但常识告诉我，它在秋天以前
是不存在的，它是冬天的馈赠，就如同
北方的瑞雪。如果不注意，不会察觉
到它曾经在窗户内无声地出现并在春
分之后离开。进入年前的日子，斜角
越来越大，大到不能再大的时候，大概
就应该是年过完了，提醒你任何一段
时间都是惊风过原。这时节，进来的
阳光越来越多，窗前书桌上，盛满了冬
日的温暖。细思极喜，原来是上天的
一种善意和故意，这样的安排真的是
十分美好。就算是手头还有没干完的
活计，但看看这一小片阳光，就足以消
解疲倦。

桌上是几本新淘来的书，《穿过
森林的男孩》是美国作家加斯·斯坦
的新作，刚读完，一个男孩如何跟父
亲相处的成长叙事，让我觉得非常萦
绕，而且气息暧昧。男孩叫崔佛，十
四岁时父母分居了。他跟着父亲来
到深藏于一片森林中的祖宅，期待着
这座老宅能够卖掉，心想得到一笔钱
就可以让父母复合了。但在这座祖
宅里，他发现了令他伤痛的一段家族
恋情，父亲只是这家人一代代之间的
爱和忧伤的承继，而这片古老幽暗的
大森林，则是发生这一切的不祥布
幕，如何穿过一片森林，实则是家族
命运和情感的隐喻，是一种加斯·斯
坦式叙事的迷人手段。

这部暖心的书让我记住的另一点
是介绍作者的一句话：现与妻子、三个
儿子以及一只名叫彗星的狗同住在西
雅图。这里划重点的是这只狗，与作
者一同出镜，地位如此尊崇。掩卷一
笑之余，只惊叹于这部书译者的智
慧。离开虚构的崔佛，故事之外的我
却有些迷幻和淡伤。我想起了我少年
时代与我父亲的相处经历，平淡无奇，
一点也不华丽，但又温暖如他冬天加
在我身上的一件厚布衣。那是他最厚
的一件冬衣。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快放寒假
了，送我上学路上父亲脱下这件厚布
衣给我穿上，身上只剩下一件薄衣，迎

着彻骨寒风骑自行车，我坐在后架上，
被父亲的身体挡住了风和前面的路，
看见田野一格一格地往后退，收割后
的稻田里裸露着干裂的土地，水沟边
竟没有一个牧鸭人，天地寒得一片凝
固。父亲不说话，但我知道他冷，他必
须把我送到镇上的学校。一路上只有
车轮的磨地声、车链条的咬合声，还有
呼呼疾奔的风声，反衬了一种可怕的
寂静，这种寂静与冷有关，与我父亲的
冷有关。至今，我屏住呼吸还能听见
当年的声音和寂静，仿佛一部反叙述
的交响乐。

此时，在年尾的时光，我轻浮如尘
的思绪，打开和关上，都一样地困难。
而一部书，却轻易带着我走进了一片
森林中。崔佛跟随父亲深入的这座大
森林，不仅在书里，在现实中一样令人
不可思议，似乎只有这样一座挂满藤
萝和落满腐叶的大森林，才能承载一
种悲悯美好的氛围。

我的城市里没有森林，只有移植
的树木，但我知道，我无论生存的所
在有没有生长着一片森林，我的一生
里，却一定站着无数片树林。别说我
十四岁之前没有看见过一片真正的
森林，就算就业后近十年，也没有走
进过诸如五指山、霸王岭、吊罗山、尖
峰岭等这样的热带雨林，奇峰异木、
鸟飞走兽的盛景，只是我一段很长时
间的想象，后来终于有机会走进了大
山，看见了迷宫般的森林，深为磅礴
恣意的翠绿所惊诧，但让我从内心的
低回里涨出欢喜的，依然是那一片片
给我荫凉、留住往事的小树林。譬
如，有一片小叶桉和木麻黄混长的树

林，就在我家与我外婆家的路上，之
间还有一个叫博才的小村子。离开
村庄之前，我基本就在这片树林里撒
尿、奔跑、牧牛，经历着并不完美但无
忧的少年时光。每年冬天一到，这片
树林里就会有青烟升起，在捡柴火老
人的带头下，一种山野美食开始被孩
子们生火制作。树底下，来自不同村
庄的孩子，各自结伙，烧红垒砌的小
土窑，把从各家地里挖来的地瓜往里
送，再砸塌土窑煨熟地瓜，拨出的热
地瓜那个香呀，直接可以让放牛的小
孩把牛放丢，让捡柴火的老人就地把
柴火烧了土窑。

这片树林的另一头是我外婆的
家。每年大年除夕，我父亲会差使我
去给外婆送大阉鸡。一只被绑住双
脚的大阉鸡放篮子里，一路被我提着
走向和穿过这片树林，鸡羽毛十分斑
斓，把冬天的灰暗都给晃亮了。大阉
鸡伸着头好奇地看着一路的光景，两
只小眼睛滚动着，不知在寻思着什
么。有一年给外婆送大阉鸡，走过博
才村的刺竹林时我脚板被刺到了，流
了不少血，很是惊慌，博才村的哑巴
阿叔张新瑞路过，帮我止了血，还背
着我过了一道浅溪水。我把这个事
告诉了父母。父亲有一次收菜看到
张新瑞，就塞给他了几把菜。张新瑞
咿咿呀呀半天，说不出话，但知道是
怎么回事。

现在，父亲已经过世，张新瑞也
不年轻了，但一直没有成家，没有女
人看上他。这个冬天一场村庄社戏
场里，我遇见了张新瑞阿叔，他走过
来跟我咿咿呀呀了一番，我不断地点
头，给他递烟点烟，他脸上微笑着，荡
着一种简单的快乐。他穿着很整洁，
手里握着一只始终亮屏的手机，放着
歌在场子边转来转去。我从小就看
见，在很多场合，张新瑞阿叔都是这
样穿得很整洁的，白衬衫黑裤，冬天
加外套，从不作贱自己。这样也很好
理解，毕竟他是一个单身，只能尽人
力而听天命，况且他的人生已经被命
运按下了静音键，他不欠这个世界，
他只是善良地活着。

今年冬天不冷，晴暖催人慵，但事
事指向年关，清心不得。因为一些想
法，因为一部闲书，说了一些往昔，还
是阳光、树林、村庄和少年成长的这些
旧话，但与河水一般已经流到前面的
生活何干呢？

2020，庚子鼠年。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

“双二十”中本身就寄托了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4月4日、6月6
日、8月8日、10月10日、12月12
日都是周六，更是给人以好事成双
的预兆；而“双闰年”一年384天的
特殊属性则为这一年蒙上了一层
神秘的面纱。相比前两项带来的
欢乐，双闰年这一项着实让人有点
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的生命中凭
空多出了19天，忧的是这一年自
己可能要多上一个月的班。

那么，双闰年到底是什么，
那多出的19天从哪里来？其实，
时间一天都没有多，在日历上多
出的19天，只是我们之前所欠下
的债。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有两种
计算日期的方式，即阴历和阳历。
阳历源自于欧洲，是世界通用的纪
年方法，其基础是地球绕太阳公转
的周期；而阴历则是源自于中国本
土，其基础是月亮绕地球自转的周
期。但是，无论是阴历还是阳历，
都存在着一个问题：人们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然而太阳、地球和月
亮却不会因为一天的结束而停止，
所以，每年就会多出一小段时间

来。这些时间说多不多、说少不
少，一个一个来补上，会把日历弄
得乱七八糟；但是不补上又不行，
毕竟那些时间确确实实被人们所
经历过。于是，聪明的人们想出了
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些时间攒在一
起，凑够了一定数量一起过。在阳
历中，平均每4年可以攒够一整
天，于是，2月每四年就有一个29
日，这一年我们称之为闰年；阴历
则比较复杂，平均每19年能多攒
出7个月，所以有了“十九年七闰”
的说法，多出的这些月份我们称之
为闰月。当闰年和闰月相遇，就有
了今年这样的双闰年，对2020年
来说，是闰年，对庚子鼠年来说，同
样也是闰年。

所以，双闰年的时间并不是凭
空出现的，双闰年的班也不是凭空
多上的。

那么，多上的这些班是不是能
给我们多带来一些工资呢？并不
能。中国人虽然在平时生活中习
惯使用阳历，但是，对于春节这样
阖家欢乐的重要日子，还是得阴历
说了算。于是，阳历负责发工资，
阴历负责过传统节日，各有分工，
互不影响。

虽然工资没涨，但是对于 2
月29日出生的人们来说，等了四
年时间，终于能过一次生日了，这
也是一件幸运的事；而对过阴历
生日的人们来说，则可以在两个
四月里过两次生日，至于是长大
了一岁还是长大了两岁，看自己
心情决定就好。

此外，庚子鼠年更是传说中的
“两头春”，在2020年2月4日立
春之后，2021年2月3日又将迎来
一个立春，这正预示着2021年也
必将是好事成双的一年。

路白起来，醒着

狗的巡逻惊起月光

夜风吹过潮湿的树木

泛着空洞的回音

月光像白漆油过，多少个夜

它们这样待着，棉花般

仰望倾斜落下的星光

我们走过，夜风吹一遍又一遍

一半是树的影子

一半是自己的影子

建州城堞久蒿莱，

胜国流传尚可哀。

洞主有祠依绿树，

美人无地问青梅。

千年往事空啼鸟，

一代遗踪尽劫灰

远涌溪前东逝水，

凭高怅望意迟回。

注：建州城：即元代所建定安县域。

元天历二年（1329年），元文宗为感谢流

放海南时定安县人王官的照顾，升定安

县为南建州。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

废南建州，复定安县。

作者王弘诲，字绍传，号忠铭，明定

安县人，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登

进士。是明代名臣、教育家。历任庶吉

士、翰林院检讨、编修、会试同考官、国子

临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

等。在文学上卓成一家，著有《尚友堂

稿》、《吴越游记》、《南溟奇甸录》等名

篇。他一生为官贤能清正、同情民众、关

心教育事业，流芳千古。

绍熙二年（1191年）深冬，姜
夔告别寓居的石湖别墅，除夕之夜
乘舟归苕溪，回家过年，于归途之
中，心有所感，遂赋《除夜自石湖归
苕溪》诗一组。

启首曰：“细草穿沙雪半消，吴
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
一夜吹香过石桥。”是不是姜夔首
开的“春运”诗，我未考证，不过，诗
写的美妙，是可以肯定的。

沙岸一簇簇枯草被残雪覆掩
着，坐舟上，吴宫被茫茫的水雾笼
罩渐渐隐没在远处。梅树隐藏在
竹林深处，一阵夜风吹来，梅花的
清香却已飘到了石桥。

用白话文来翻译古诗，实乃世
上最蠢的事，明知如此，有时，不如
此不足以平心头的喜好，这就好
比，白砂糖虽甜，通常也要用白开
水冲泡着喝，甜味被稀释了，却怡
然自得。

细草、沙地、吴宫、烟水、梅花、
竹丛、石桥，这些意象是诗人空寂、
雅静的心境外化，深掩竹丛深处的
梅花，似乎是诗人清雅的灵魂，便
是无人能领会，也能香气自溢。

大年三十，又是夜晚，人们都
在家中围炉欢饮守岁，诗人却在归
途之中，诗写的极幽雅，到底骨子
里多少有点清冷。大寒节气，冷本
来就是基调。

不过，在冷色调里已现暖色。
向阳的溪水边，冰碴在阳光下，闪
着寒光，菖蒲已在冰碴中冒出绿
芽，翠竹在假山旁，抖落身上的白
雪，挺直修长的腰身迎接着和软的
阳光，山脚腊梅的花骨朵被风吹裂

了，淡淡的清香一缕缕飘来，氤氲
在凌冽的空气中，红梅似乎受到腊
梅的传染，花骨朵依枝待放，岸柳
在风中摆动着，在向不远处的春天
招手……

自然万物似乎都在蠢蠢欲动
之时，烟火气的人间正热火朝天地
忙年。民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
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
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
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炸豆腐，二十
六炖大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
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口里哼唱歌谣，看杀猪匠杀年
猪，似乎是一件有趣的事。院中，
一口大铁锅，大锅旁乃一水泥台
案，台边有横单，横单上挂满了铁
钩子，以备钩猪肉之用。把放过血
的猪放进滚水的大铁锅里。都说
死猪不怕开水烫，在屠夫的眼里，
死猪也是怕开水烫的，烫到什么程
度，似乎只有屠夫能感知，恰到好
处，好煺毛。只见屠夫速缓有致地
翻动着开水中的猪，之后，迅速把
猪钩到水泥案子上，用小尖刀在猪
右后蹄处割开一小口，插入管子，
吹气，渐渐地，猪便在案子上鼓胀
了起来，扎住气口，此时，屠夫右手
握住铁刮子，似乎是眨眼之间，三
下五除二，变戏法一般，光溜溜的
雪白的一头猪，便躺在眼前。

杀猪年，不杀猪怎么好意思叫
年呢。

除夕日，家家煮肉、剁饺馅，像
白菜、萝卜之类的素馅，剁碎之后，
还要用纱布挤去水分，家家户户呯
呯的剁馅声响，似乎是要叫醒沉睡
了一冬的春。

大寒节气到了年岁的尾声，完
成了一年周期的闭环，它的结束，
也意味着一年四季的开启，春去秋
来，岁月滚滚，变化中有坚守，坚守
中有变化。

年节，在外谋生的人大都要回
家过年，这一习俗，由来已久，似乎
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于今尤烈，“春
运”一词也应“运”而生了。

“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
一舸归。”姜夔在除夕夜披星戴月
往家赶，那是他一个人的春运，人
急舟不急，小船悠悠缓行，让诗人
浮想联翩，诗思纷呈。

记得小时候，一到腊月，父亲不管
再怎么忙，有两样事决不会耽误：一件
是清烟囱，另一件是劈硬柴。做两样
事的目的，是为腊月烧灶。他的理由
其实很简单：灶如果烧不好，腊月就会
废掉，过年就不顺，来年就不会安神。

父亲上屋清扫烟囱，命令我当下
手。平日健壮如牛的父亲，此时像一
只猫，手持长竹竿，竿梢绑着芦苇扫
帚。蹬着梯，上了瓦，父亲蹑手蹑脚，
生怕一不小心踩破瓦片。到了烟囱
边，他将芦苇扫帚一头朝下，将竹竿插
进烟囱，转着圈儿，慢慢清扫。守在灶
下的我，只见烟尘簌簌而落，萧萧而
下，人仿佛在“仙境”里。

父亲一边清扫，一边大声问：“烟
灰落完了没？”我眯着两眼，捂着鼻子，
大声回答：“差不多了。”父亲又喊：“拎
桶水上来。”我拎了半桶水，扶摇而上，
递给父亲。父亲又命令我下去，他要
冲洗烟囱。守在灶下的我，只听见

“轰”地一声响，一团黑雾过后，一滩黑
水滚滚而来。我成了小花脸，烟囱干
净了。

接下来，是劈硬柴。乡人出门“七
件事”，柴摆在第一。硬柴，是家乡的
土叫法，一般指的是木桩、树蔸之类的

柴火，而将稻草、麦秸、柴草之类的叫
做软柴。腊月里烧硬柴，火猛，耐烧，
香。父亲是个有心人，平时积了不少
木桩、树蔸，贮放时间一长，上面竟长
了不少白蘑菇、黑木耳。

脱掉棉袄，抡起开山斧，父亲就成
了程咬金。只听见他喝了一声“让
开 ”，白 光一闪 ，手起斧落 ，“ 喀
嚓”——，木桩一分为二。看父亲劈
柴，让人觉得他气概非凡。但他劈树
蔸时，我会站得远远的，树蔸很实，斧
头有时很难劈开，而且容易弹起。砍
树蔸，需要一定的耐心与技巧。

两样事一完，父亲开始张罗烧灶，

摊豆丝，打糍粑，杀年猪，蒸年糕，炸丸
子，炒年货。烧硬柴，先要用软柴引
火，硬柴一旦燎着，就会蓝焰熊熊，越
燃越旺，火星四溅，噼嘣作响，不久，灶
上人汗流满面，灶下人红光满面。

大人出力干活，让我安心守灶。
一闻到灶上香气，我会不时伸出脑袋：

“好了没？”母亲就答：“好了，好了！”然
后，将好吃的递上嘴，有糍粑、鱼丸、肉
糕、腊鸡、酱鸭，等等。平时，这些东西
是很难吃上嘴的，快过年了，大人一般
由着小孩吃，小嘴流油，管够。

新鲜劲儿一过，我又坐不住了。
想溜，但又不能溜远，水火无情啊！趁
大人不注意，我就到屋后转悠，去看村
景，看左邻右舍忙前忙后。就在这个
时节，我发现了炊烟之美，并留忆一
生。

由于父亲的“功劳”，炊烟，经曲折
幽暗的烟道，由下而上，袅袅飘出，干
净，轻盈，清柔，笔直，像一束薄纱巾，
似一首朦胧诗；“朝晖夕阴，气象万
千”，清晨，它是一缕乳蓝；晌午，它是
一缕苍灰；黄昏，它是一缕金黄；月下，
它是一缕青紫；一缕，又一缕，缕缕不
绝，隐没天空，渐渐消失不见。

——写到此，我忽然想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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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羡慕回家过年的人。那么多的人

匆匆在路上，怀揣一幅小到折叠于

乡音的版图

或者，从新家到老家、异乡到故乡

不过是挤得变形的蛇皮口袋和拉杆

箱

拖行的那么一小段，一边发出欢快

的吱吱声

他们万众一心，再辽阔的山水也要

挤成

一趟春运的火车、长途客车、渡轮或

飞机

我羡慕他们。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

人

忙碌一年而渐至僵硬的身体，突然

在年头春情荡漾

突然发现，能够在一条叫回家的路

上走到黑

路尽头，父母端坐，灯火通明

有一个远处可以安心，有一碗闹热

的酒

可以敬遍父母和兄弟，浇漓围拢一

堆的亲情

我羡慕甚至迷恋回家过年的一切

而今于我，回家的路终因父母双逝

而模糊

回家的脚步，却像尘埃里撒开的花瓣

一朵又一朵，水墨洇出一般，在怀想

中闪现

而今轮到我，说回家过年的人多么

有福啊

就像有了扎根于心的信念

人在异乡，腰杆是坚挺的，就像我有

过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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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暮色
装点着路上行色匆匆往家赶的人。时空跨
越，岁月如歌。倏忽之间，日子像流水一样一
天一天滑过去，孩子们一茬接一茬地像嫩葱
儿一样追上来。事易时移，唯有文字里的年
不会变味，依然阖家欢乐，亲情圆满，一起把
酒话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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